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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漂盘育苗对高粱丝

黑穗病进行防控的方法，采用漂盘育苗的方式对

有机高粱进行育苗，以防控包括高粱丝黑穗病在

内的土传病害；该漂盘育苗采用的基质按重量百

分比由腐熟有机肥25-35％、地皮灰25-35％、细

肥土35-45％混合制得；使用沼液作为营养液在

有机高粱漂浮育苗中使用。本发明采用的高粱漂

盘育苗技术，可以通过农户自行制作小拱棚及营

养池实施，该技术易掌握、操作简单、管理方便、

成功率高，能培育不受丝黑穗病菌感染的、根系

较为发达的壮苗，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缩短育苗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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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漂盘育苗对高粱丝黑穗病进行防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漂盘育苗的

方式对有机高粱进行育苗，以防控高粱丝黑穗病为主的部分土传病害；该漂盘育苗采用的

基质按重量百分比由腐熟有机肥25-35％、地皮灰25-35％、细肥土35-45％混合制得；使用

沼液作为营养液在有机高粱漂浮育苗中使用；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苗床地的选择：选择背风向阳、交通方便、水源方便、地势平坦的地方建棚；

步骤2.营养池及小拱棚的制作：

营养池的制作：营养池用砖砌或直接在土中挖出泥土按标准箱制成土埂；内铺垫双层

聚乙烯膜；放入0.1m深清水；

小拱棚制作：用篾条作为拱架；待漂盘制作好后再插上篾条拱架；再在上面盖上聚乙烯

膜；

步骤3.育苗盘选择及育苗基质配制：

育苗盘：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

育苗基质：按重量百分比将腐熟有机肥25-35％、地皮灰25-35％、细肥土35-45％混匀

后，用400-600倍高锰酸钾液进行消毒，加适量水配制而成；

步骤4.装盘播种：

消毒：播种前对育苗器具用高锰酸钾药液进行消毒，营养池中放好清洁水后并加入200

倍硫酸铜溶液消毒，以免水池生青苔；

装盘：先把事先配制好的育苗基质洒水湿润后装盘；

播种：将精选种子晒种后，用石灰水浸泡后冲净滤干，将种子播入装好基质的漂盘中，

播完一盘后用木板轻压苗盘表面，使种子陷入育苗基质中，再用育苗基质适当盖种后将苗

盘放入营养池内漂浮；

施肥：营养液使用沼液，每标准箱水中施入200-300kg沼液；苗长到3-4叶一心时移入大

田，再追肥；营养液PH值保持在5—7之间；

步骤5.苗床管理：

加强温度管理：棚内温度保持在20-28℃之间；

步骤6.炼苗：高粱苗长到3-4叶1心时移栽，在移栽前一周要陆续揭开两头及薄膜，移栽

前1-2天将漂盘移出营养池放在室外土中断水、断肥，提高高粱的抗逆性和移栽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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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漂盘育苗对高粱丝黑穗病进行防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病害防控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采用漂盘育苗对高粱丝黑

穗病进行防控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粱丝黑穗病是高粱生产上易造成严重危害的病害之一。此病广分布于世界各地

的高粱生产区，在我国各高粱产区均有发生，一般发病率为3％—5％，某些年份可达到

10％—30％。个别地块发病率高达80％以上。目前高粱丝黑穗病病菌又有新的分化现象出

现，对高粱的生产威胁很大。

[0003] 丝黑穗病主要危害高粱穗部，使整个穗部变成黑粉，病害在孕穗打苞期现出明显

症状。发病穗头苞叶紧实，中下部稍膨大，手捏有硬实感，剥开苞叶穗部显出白色棒状物，外

围一层白色薄膜。成熟后白膜破裂，散出大量黑色粉末，露出散乱的成束丝状物(俗称乌

米)。主秆的乌米打掉后，以后长出的分蘖穗仍然形成丝黑穗。有的病穗基部可残存少量小

穗分枝，但不能结实。有的病株穗部形成丛簇状病变叶，有的形成不育穗。病株常表现矮缩，

节间缩短、特别是近穗部节间缩短严重。

[0004] 此病致病菌为丝轴团散黑粉菌，属担子菌亚门团散黑粉菌属真菌。病菌主要以冬

孢子在土壤中或种子表面越冬，冬孢子在土壤中可存活3年左右，夏秋季多雨年份能缩短冬

孢子寿命。散落在地表和混在粪肥中的冬孢子是高粱丝黑穗病菌的主要侵染来源；种子带

菌虽不及土壤和粪肥带菌传播重要，但是病菌远距离传播的重要途径。

[0005] 高粱丝黑穗病为幼苗系统侵染病害。冬孢子萌发后直接侵入幼芽的分生组织，菌

丝生长于细胞间和细胞内，并随着植株生长向顶端分生组织发展；植株进入开花阶段后，菌

丝急剧生长成产孢菌丝，大量产生冬孢子，形成高粱“乌米”。病菌侵染高粱幼苗的最适时期

是从种子破口露出白尖到幼芽生长至1-1.5cm时，芽高超过1.5cm后则不易侵染。高粱幼苗

的侵染部位主要是中胚轴，其次为胚芽鞘和胚根，因此幼芽出土前是主要侵染阶段。所以在

高粱下种、发芽、出苗至移栽前，避免与带菌土壤接触，就能极大地控制该病害对高粱的感

染危害。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采用漂盘育苗对高粱丝黑穗病进行防控的方法，以降低

高粱丝黑穗病对高粱幼苗的侵染。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采用漂盘育苗对高粱丝黑穗病进行防控的方法，该方法是采用漂盘育苗的方

式对有机高粱进行育苗，以防控高粱丝黑穗病为主的部分土传病害；该漂盘育苗采用的基

质按重量百分比由腐熟有机肥25-35％、地皮灰25-35％、细肥土35-45％混合制得；使用沼

液作为营养液在有机高粱漂浮育苗中使用。

[0009] 具体的，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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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1.苗床地的选择：选择背风向阳、交通方便、水源方便、地势平坦的地方建棚；

[0011] 步骤2.营养池及小拱棚的制作：

[0012] 营养池的制作：营养池用砖砌或直接在土中挖出泥土按标准箱制成土埂；内铺垫

双层聚乙烯膜；放入0.1m深的清水；

[0013] 小拱棚制作：用篾条作为拱架；待漂盘制作好后再插上篾条拱架；再在上面盖上聚

乙烯膜；

[0014] 步骤3.育苗盘选择及育苗基质配制：

[0015] 育苗盘：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

[0016] 育苗基质：按重量百分比将腐熟有机肥25-35％、地皮灰25-35％、细肥土35-45％

混匀后，用400-600倍高锰酸钾液进行消毒，加适量水配制而成；

[0017] 步骤4.装盘播种：

[0018] 消毒：播种前对育苗器具用高锰酸钾药液进行消毒，营养池中放好清洁水后并加

入200倍硫酸铜溶液消毒，以免水池生青苔；

[0019] 装盘：先把事先配制好的育苗基质洒水湿润后装盘；

[0020] 播种：在移栽大田前，将精选种子晒种后，用石灰水浸泡后冲净滤干，将种子播入

装好基质的漂盘中，播完一盘后用木板轻压苗盘表面，使种子陷入育苗基质中，再用育苗基

质适当盖种后将苗盘放入营养池内漂浮；

[0021] 施肥：营养液使用沼液，每标准箱施入沼液200-300kg；苗长到3-4叶一心时移入大

田，再追肥；营养液PH值保持在5—7之间。

[0022] 步骤5.苗床管理：

[0023] 加强温度管理：棚内温度保持在20-28℃之间；

[0024] 步骤6.炼苗：高粱苗长到3-4叶1心时移栽，在移栽前一周要陆续揭开两头及薄膜，

移栽前1-2天将漂盘移出营养池放在室外土中断水、断肥，提高高粱的抗逆性和移栽成活

率。

[0025] 本发明采用的高粱漂盘育苗技术，可以通过农户自行制作小拱棚及营养池实施，

该技术易掌握、操作简单、管理方便、成功率高，能培育不受丝黑穗病菌感染的、根系较为发

达的壮苗，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缩短育苗时间。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其中涉及的数值、

份数或比例如无标注，均为质量数值、质量份数或质量比例。

[0027] 本发明的高粱漂盘育苗是根据高粱生产的技术要求，将种子播在配置育苗营养土

的泡沫穴盘里，漂浮在水面上，在人工控制条件下，提供高粱幼苗生长所需的光、温、水、气、

养分等，使秧苗在漂盘孔穴中扎根生长，并从基质和水池中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育苗方法。

[0028] 1、苗床地的选择：

[0029] 选择背风向阳、交通方便、水源方便、地势平坦的地方建棚，可以在自家院坝或园

地里建棚。

[0030] 2、营养池及小拱棚的制作：

[0031] 营养池的制作：营养池可用砖砌(院坝可用)或直接在土中挖出泥土按标准箱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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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埂(压紧实，不能垮塌)。一般每个营养池(标准箱)长10m、宽1.1m、深0.15m，周围走道1m。

池底、侧墙要压紧实、平整，不能有尖锐石块、草根等，防划破薄膜。内铺垫双层聚乙烯膜

(厚)，以防漏水，又可保温。如有漏水，即时放水换膜。

[0032] 小拱棚制作：按长2.0-2.2m、宽3-4cm的标准制作好篾条(竹制)作为拱架，篾条要

求光滑无尖锐突起，以防剌伤手及薄膜。待漂盘制作好后再插上篾条拱架，每20—30cm插一

条即可，也可交叉插，牢固性更好。再在上面盖上2m宽的聚乙烯膜(加厚型)，四周用土扎严

实。

[0033] 3、育苗盘选择及营养土配制：

[0034] 育苗盘：最好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这种盘质地轻，承载吸湿的基质和高粱苗

后仍能漂浮在水面上，耐水泡、耐腐蚀，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一般可用3—5年时间，可节省成

本。漂盘规格为长0.55cm，宽0.33cm，每盘160穴(也可根据营养池大小选用适宜育苗盘)。

[0035] 育苗基质：育苗基质即营养土是漂浮育苗的关键原料。营养基质的配制，按腐熟有

机肥30％、地皮灰30％、细肥土40％混匀后，用400-600倍高锰酸钾液进行消毒，加适量水配

制而成。

[0036] 4、装盘播种：

[0037] 消毒：播种前要对育苗盘等器具用高锰酸钾药液进行消毒，营养池中放好清洁水

后并加入200倍硫酸铜溶液200ml消毒，以免水池生青苔。

[0038] 装盘：先把事先配制好的营养土洒水湿润，育苗基质的水份要求以到手握成团，松

手即散为好，装盘时多填料，保证穴内营养基质自然填实，不架空，不过紧，每盘装2kg左右。

[0039] 播种：在移栽大田前15天，将精选种子晒种2天后，用石灰水浸泡2小时后冲净滤干

播种，每穴2-3粒，播完一盘后用木板轻压苗盘表面，使种子陷入营养土中，再用营养土适当

盖种后将苗盘放入营养池内漂浮。

[0040] 施肥：营养液施用沼液，每标准箱水中施入200-300kg沼液即可；如果没有沼液、专

用肥等，只用清水也可。苗长到3-4叶一心时便移入大田，再追肥。注意检查营养液PH值，保

持在5-7之间。

[0041] 5、苗床管理：

[0042] 加强温度管理：棚内温度保持在20-28℃之间，温度若超过30℃，应即时揭开拱棚

两头薄膜让其通风，下午17时后及时盖膜保温。

[0043] 6、炼苗：

[0044] 高粱苗长到3-4叶1心时即可移栽，在移栽前一周要陆续揭开两头及薄膜，移栽前

1-2天将漂盘移出营养池放在室外土中断水、断肥，提高高粱的抗逆性和移栽成活率。

[0045] 黑穗病主要是种子和土壤带菌传播，而且是靠幼苗系统感染，因此，防治黑穗病除

选用抗病品种和田间多种作物轮换、倒茬等方式减少病害发生外，更重要的是考虑对种子

进行消毒和幼苗期避免与带菌土壤接触来切断传播途径，从源头上控制病菌的感染，有效

控制黑穗病的发生。

[0046] 种子消毒可采用1％的石灰水、硫酸铜、生物制剂等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也可进行

晒种，靠阳光紫外线杀死病菌等方式来解决，但土壤带菌对高粱幼苗的感染就难以控制，土

壤消毒面积过大，不易操作且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不强。若考虑高粱幼苗期不接触土壤，便

可有效的切断此传播途径。因此，漂浮育苗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经过连续多年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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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查数据表明，漂浮育苗可以很好地预防和控制黑穗病的发生。

[0047] 相关试验数据及调查情况：

[0048] 本发明2014—2016年在仁怀市坛厂镇枇杷村、鲁班镇隆堡村、山水村、茅坝镇石良

村、官院村、喜头镇中心村等进行了漂盘育苗移栽及黑穗病的调查，情况如下：

[0049] (一)不同高粱育苗方式对黑穗病的影响试验

[0050] 近年来黑穗病呈高发趋势，为有效控制高粱黑穗病的发生，开展了不同高粱育苗

方式对黑穗病影响的专项试验，为黑穗病的防控提供理论依据。本发明2014年分别在鲁班

坛厂茅坝喜头开展了此试验，试验总结如下：

[0051] 1.材料与方法

[0052] 1.1实施地点

[0053] 鲁班镇山水村、坛厂枇杷村、茅坝官院村、喜头中心村。试验田面积均为1亩以上，

前作为油菜，土壤肥力中等。

[0054] 1.2试验设计

[0055] 设3个处理：

[0056] A：漂浮育苗(160孔营养盘)B：营养块育苗C：撒播育苗(CK)

[0057] 随机区组排列，重复三次，小区面积20㎡。

[0058] 1.3试验材料

[0059] 红缨子高粱种子、聚苯乙烯营养漂盘(160孔)

[0060] 2.试验执行情况

[0061] 2.1播种时间：

[0062] 坛厂枇杷：撒播为4月1日，营养块为4月2日，漂浮为4月15日；

[0063] 鲁班隆堡：撒播为4月3日，营养块为4月4日，漂浮为4月16日；

[0064] 茅坝官院：撒播为4月5日，营养块为4月5日，漂浮为4月17日；

[0065] 喜头中心：撒播为4月6日，营养块为4月6日，漂浮为4月17日。

[0066] 2.2移栽时间：

[0067] 4月29—5月5日移栽。

[0068] 2.3各处理具体做法：

[0069] 2.3.1营养块育苗：按每亩施有机肥10kg、清粪水750kg培肥苗床10d，将培肥的苗

床地切细，开沟作厢，厢宽4尺，沟宽1尺，沟深0.5尺，采用营养块育苗，苗床上平铺5-6厘米

营养土，刮平压实，用木板和刀划切成1.5-2寸见方营养块，每个营养块播种2-3粒，盖上1厘

米厚细土。苗床上加盖塑料薄膜，保肥保水。高粱出苗后及时匀苗，移栽前根据气候适时揭

膜炼苗。

[0070] 2.3.2撒播育苗：选沙壤土精细整地后，每10㎡施有机肥0.2kg、清粪水75kg，每10

㎡用种33克，均匀撒播于苗床上，2-3叶时间苗，株距3.3cm，其它管理与营养块相同。

[0071] 2.3.3漂浮育苗：选用160孔聚苯乙烯泡沫盘，用高锰酸钾对盘进行消毒，再装上基

质肥，每盘装2kg左右，每孔播2－3粒种子，播完后用木板轻压苗盘表面，达到苗盘平整，使

种子陷入营养土基质中，用基质适当盖种后将盘放入营养池内漂浮，每标准箱施入沼液

200-300kg。苗棚内温度控制在20－28℃，棚内温度不得超过35℃。2叶1心时间苗，每穴留2

株。移栽前1周开始揭膜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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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2.4移栽及田间管理：三种育苗方式的苗长至4-5叶时即可起苗移栽，移栽规格净

作高粱行距60cm，窝距27cm，打窝移栽，每窝2株，亩密度8000株。移栽时亩施清粪1000kg+

40kg有机肥(N+P2O5+K2O≥5.0％，有机质≥30％)。移栽成活后，结合查苗补苗，亩用清粪水

1000kg追施一次活棵肥，移栽后一个月，结合中耕除草再追施清粪水1000kg，高粱成熟后适

时收获。

[0073] 3、结果与分析

[0074] 3.1黑穗病发生情况(见表1、表2)

[0075] 表1.不同试验点黑穗病发生率

[0076]

[0077] 表2.四个试验点黑穗病发生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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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从上表1可以看出，不同试验点漂浮育苗方式种植高粱，黑穗病发生率均在2％以

下；营养块育苗方式种植高粱，黑穗病发生率均在4％左右；撒播育苗方式种植高粱，黑穗病

发生率均在5％左右。从表2可看出，撒播育苗方式种植的高粱，黑穗病发生率最高，其次为

营养块育苗，漂浮育苗为最低。

[0080] (二)2015年关于黑穗病发生情况的田间调查

[0081] 2015年，仁怀市有机农业发展中心安排了有机高粱地块黑穗病发生情况的调查

(见表4)。根据汇总结果，见表3，直播方式种植高粱，黑穗病发生率较高，达11.4％，撒播育

苗方式相对较轻一些，但也达到5.3％，而漂浮育苗种植方式最轻，只有1.4％。说明漂浮育

苗可以有效地防止高粱黑穗病的发生。

[0082] 表3.  2015年仁怀市田间调查黑穗病发生情况汇总

[0083] 育苗方式 平均发病率

直播 11.4

撒播 5.3

漂浮 1.4

[0084] 表4.  2015年仁怀市田间调查黑穗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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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0086] (三)2016年关于黑穗病发生情况的田间调查

[0087] 2016年，仁怀市有机农业发展中心再一次安排了有机高粱地块黑穗病发生情况的

调查(见表6)。根据汇总结果，见表5，直播方式种植高粱，黑穗病发生率较高，达11.3％，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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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育苗方式发病率5.2％，而漂浮育苗方式发病率只有1.2％。说明漂浮育苗可以有效地防

止高粱黑穗病的发生。

[0088] 表5.  2016年仁怀市田间调查黑穗病发生情况汇总

[0089] 育苗方式 平均发病率

直播 11.3

撒播 5.2

漂浮 1.2

[0090] 表6.  2016年仁怀市田间调查黑穗病发生情况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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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0093] 通过试验及连续两年的调查数据表明，采用漂浮育苗方式，完全可以把高粱黑穗

病的发病率控制在2％以内，较常规种植高粱的黑穗病发病率11％以上降低了9个百分点，

对保证高粱品质和产量有明显效果。同时，试验表明，采用漂浮育苗方式对其它土传病害也

有较好的控制效果。

[0094] 当然，以上只是本发明的具体应用范例，本发明还有其他的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

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所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9/9 页

11

CN 107996325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